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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推荐

▶

▶相关报道详见 2 版

2 月 11 日，春节后上班第一
天，扬州召开全市作风建设大会，
发布民生“一号文件”、服务企业

“二号文件”、服务外来旅游者“三
号文件”，这 3 个文件在该市分别
已连续颁布 18 年、6 年、3 年，但

“三件齐发”还是第一次。值得一
提 的 是 ，3 个 文 件 完 全 表 格 清 单
化，全年需要做的事项、承办单位、
投资额等一目了然。

去年，扬州固定资产投资增幅
10 年来第一次列全省首位。2 月
12 日，全省重大交通项目集中开
工，扬州又以 7 个项目列全省首
位。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表示，任
务越具体，落实越艰巨。领导干部
不要“讲金句、做网红”，踏踏实实把
实事做好，一要“板扎”，二要“一
当”，既要雷厉风行，又要有力有序，
而这恰恰是扬州这些年抓发展抓服
务抓落实的鲜明风格。

久：用钉钉子精神办大事

去年扬州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列全
省首位，扬州市发改委主任杨蓉坦言，

“这一成绩来之不易，单年度的喜人数
据体现的是扬州多年的发展积累。”

7 年前，扬州在全省率先提出“项
目为王”。无论是扩大总量、优化存量
还是结构调整都以项目为抓手，要求
每一个项目都必须符合“可定义、可量
化、可操作、可考核、可追究”的“五可
标准”。“经济工作不要讲故事，概念口
号不是项目。”谢正义说。

一年接着一年干，干一件成一
件。扬州用钉钉子精神，精心打造六
大影响深远的“根”产业，而汽车产业
成为其中“最亮的一颗”。2012 年落
户仪征的上汽大众 30 万辆整车项目
打响扬州项目为王“第一枪”，如今，一
个以该项目为中心的汽车产业链基本
形成。去年，上汽大众二期30万台新

能源整车项目再次落户仪征。“未来很
快形成每年六七十万辆整车销售。”扬
州市工信局局长王正年对扬州汽车产
业进入千亿俱乐部充满信心。

从服务城市的角度来看，没有“久”
字同样办不成大事。“集中精力再办几
件大事”在扬州的重大会议上被反复
提及。近10年，无论是围绕让百姓吃
上放心菜喝上放心水呼吸新鲜空气有
充分就业，还是打造不淹不涝城市、清
水活水工程以及“八老”改造、公园城
市建设，扬州一大批民生问题在坚持
不懈中得到解决，白纸黑字变成现实
模样，一个现代公园城市呼之欲出。

2011 年江都撤市设区，扬州城区
区域面积扩大至 2000 多平方公里。
城市大框架已拉开，东西南北均衡发
展，“项目为王”政策引领下，扬州“一
核多组团”的经济发展新格局逐渐形
成，6 个区县实现两轮沿江 100 亿元、
沿河50亿元重特大项目全覆盖。

实：十三条举措动真碰硬

2 月 13 日，在“百强企业服务群”
里，扬州迈安德集团董事长徐斌请求
帮助协调与银行完成货款结汇问题。
谢正义当即作出批示，要求商务局和

邗江区紧急研究并拟定支持方案。“百
强企业服务群”2016 年建群以来，始
终保持第一时间回复的工作效率，为
企业排忧解难，而这只是扬州抓项目
建设的13条举措中的一条。

7 年来，重大项目一直占据扬州
的“头版头条”：项目开工建设现场安
装摄像头，施工进度每天发送到“四套
班子”的手机、政府一楼大屏；每月第
一个工作日，当地媒体重要版面都会
刊登重大项目推进图，并和上月作比
对；每月第一次常委会专题听取各区
县重大项目汇报；从开工到服务协调，
从观摩督查到认定考核，扬州的项目
建设形成一整套系统。“扬州每年抓开
工的30个农业、40个服务业、50个制
造业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重大项目全
部完成甚至超额完成；每年还有80个
左右的项目竣工投产，120 个项目达
产。重大项目工作已成为干部行动上
的自觉。”王正年说。

扬州市工信局一组数据显示，去
年扬州新增 236 家规上企业，制造业
投资增幅 16.2%，在全省大市中排第
一。企业智能化改造投入创历史新
高，政府为此补贴1.9亿元，是2016年
的3倍。 ▶下转2版

“一当”抓发展 “板扎”抓落实

扬州：久久为功塑造古城“根”产业

本报讯 （记者 吴 琼） 省政府
办公厅近日印发《江苏省生态环境
标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2018－
2022 年）》，明确 2022 年底前，研究
制（修）订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
放标准、环境监测方法、管理规范、
工程规范及实施评估等六类生态环
境标准项目100项。

根据方案，我省将在省政府统
一领导下，建立江苏省生态环境标
准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由省生
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发

展和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
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农业农
村厅等部门组成，共同负责生态环境
标准的立项、推进、审核、发布等工
作。为提高标准制订科研水平，方案
提出按照政府财政资金采购办法，对
生态环境标准制订项目立题研究，鼓
励高校科研院所及重点企事业单位参
与生态环境标准制订的研究。省财政
安排专项资金4000万元，以确保生态
环境标准制订工作的顺利实施。

我省将制订出台
百项生态环境新标准

3月，对连云港市海州区市政养
护管理处女子清淘班6位工作在“地
平线下的铿锵玫瑰”来说，是不平凡
的一个月，她们清淘班被中宣部命
名为“第五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是全省唯一入选的基层单位。

“第一次穿着皮衩下大井，那时
我还是小姑娘家，记得顺着梯子下到
七八米深的井底后，我发现里面都是
黄色的大粪和黑色的淤泥，散发着臭
味的污水直接漫到腰的位置。”曾任
海州女子清淘班班长的沈玉娟笑着

说，“像这样的下水井城区有1万多个，
我们每天都在和它们打交道，虽然现在
有机械化的清淤车了，但像老小区清淤
车开不进来，还是要我们用手舀，平均
每天要舀四大车的淤泥。”

以沈玉娟为代表的女子清淘班，
默默承担着海州区 27 条主次干道
164.3公里下水道的清疏任务，背负着
10369 座排水井和 113 万平方米道路
的日常养护，在城市最脏、最臭的地
方，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女子清淘班
一干就是32年，被大家尊敬地称为地

平线下的“美丽天使”“铿锵玫瑰”。
在日常工作中，清理下水道、疏通

盖板沟是女子清淘班的重要任务。老
海州曾经是个重化工区，过去人们环
保意识差，许多化工单位的废水直排
下水道，窨井盖一揭开，难闻的异味几
乎让人窒息。

每到汛期，清淘班的队员们必须
24 小时处于待岗状态，雷声是上岗的
号角，雨点是执勤的命令。女子清淘
班队员王静年负责看护一个位于白虎
山脚下的水泵房， ▶下转3版

海州女子清淘班成全国学雷锋示范点

“铿锵玫瑰”盛开在地平线下

2019年3月9日，无论对于信达生物制药（苏
州）有限公司这家企业，还是对于公司创始人俞德
超本人，都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大日子。这一天，信
达生物的抗肿瘤国家 1 类新药达伯舒（信迪利单
抗注射液）进入市场，成为首个治疗霍奇金淋巴瘤
的国产 PD-1 单克隆抗体，价格仅为同等规格进
口产品的40%左右。

“开发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这是
俞德超放弃国外大好前程毅然回国创业的初心。
瞄准肿瘤、自身免疫疾病等“人类共同的敌人”，俞德
超已经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成为目前国内唯一
发明3个国家1类新药并成功上市的科学家。

天下还有比救命更重要的事吗

俞德超的家乡在浙江省天台县。1982年，俞
德超成为当地第一个走出深山的大学生，此后又
远赴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后工作站从事药物化学专
业研究。留美期间，围绕“在贾滴虫中建立基因表
达系统”这一课题，他连续发表多篇论文，一度在
美国学术界引起轰动。

毕业后，俞德超婉拒了哈佛大学的邀请，进入
美国 Calydon 生物制药公司从事生物药开发，并
在两年内迅速晋升为公司副总裁。此后，他又先
后在美国多家知名生物制药公司担任研发要职。

在美国的事业顺风顺水，但俞德超始终牵挂着
家乡。“母亲常说，天下还能有比救命更重要的事
吗？”俞德超感慨，世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非常迅速，
但中国在这一领域仍然落后。很多新药，美国有了，
中国还没有，中国大部分患者买不到、买不起。

“开发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这应
该就是我们的使命。”带着这一使命，2006 年，俞
德超告别妻女，只身回国。2011 年，他来到苏州
工业园区，在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埋下一颗种
子。公司取名“信达”，因为他坚信，君子之道，始
于信，达于行。

回首扎根医药行业的这些年，俞德超的收获
常人难以企及——

2005年，他发明的全球首个溶瘤免疫治疗类
抗肿瘤新药安柯瑞（重组人5型腺病毒注射液）上
市，开创了人类用病毒治疗肿瘤的先河。回国后，
他比以前更忙了，也进入了个人科研生涯的爆发
期。2013 年，他共同发明和领导开发的朗沐（康
柏西普眼用注射液）在中国上市，改变了我国眼底
病致盲患者无药可治的历史。 ▶下转3版

从科学家到企业家

，他始终不忘初心

—
—

开发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

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为追求，镇江市京口区在全省
率先创新开展社区工作者职
业体系建设。京口区委书记
殷敏说：“开展这项工作的初
衷，是构建一条切实可行的职
业发展路径，建设一支高素质
职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着
力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水平。”

在省内率先搭建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京口探索城市基层治理新路子

本报讯 （顾介铸 吴俊杰 叶剑
勇）“要进一步强化制造业对靖江
发展的根基地位，把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确立‘苏中
制造业第一县’地位。”3 月 26 日，
靖江市召开“智能制造城”建设推进
大会，明确未来三到五年制造业发
展的战略目标和关键举措，在全市
启动开展“智能+”、创新平台、航空
产业发展等五大行动计划。

靖江以实体经济见长，拥有
6500 多家制造业企业。智能制造
城是靖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选择。市委书记赵叶提出，要以此

为抓手，努力打造产业“航空母舰”，到
2021年，全市每年新增市级智能车间
10 个以上、智能生产线 20 条以上，建
成智能制造特色产业园 5 个、智能工
厂 2 家、省级示范智能车间 10 个、工
业互联网标杆工厂 6 家、工业互联网
平台 3 个，培育智能制造服务机构 10
家，推动企业上云500家以上。

按照靖江新制定的龙头项目引进
集聚行动计划，到 2021 年，全市船舶
海工、汽车配套、空调暖通3个智能产
业集群规模分别达 450 亿元、300 亿
元、150亿元，电机电器、成套装备、健
康营养 3 个智能产业集群规模均达
100 亿元；全市开票销售超百亿元企
业 4 家、超 50 亿元企业 6 家、超 10 亿
元企业 20 家。该市还将依托吉凯恩
大飞机、中国商飞及中国航发表处理
基地等重大项目的辐射带动，通过 10
年努力，形成航空制造业产业集群。

锚定“苏中制造业第一县”

靖江五大行动集聚发力
3月30日20:30，南京多幢楼宇参与一年一度的“地球一小时”活动，唤醒人们与自然共生、节约能源的意识。上图

为熄灯前的南京玄武湖畔，下图为同一地点熄灯后的画面。 刘建华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地球一小时：与自然共生


